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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自己
学习吃饭， 很多家长可能不太清
楚。 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信号 ， 就
说明他们想要尝试自己吃饭了 ：
看到大人吃饭时， 会在旁边模仿
大人咀嚼食物的动作 ， 并发出
“吧唧吧唧” 的声音； 给他们喂饭
时， 他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直接
把嘴巴张开， 而是用手去抢勺子，
并尝试着用勺子去戳碗里的食
物......这时， 家长不妨放手让孩子
尝试自己吃饭， 并帮助他们养成
良好的就餐习惯。

1.�建立吃饭的仪式感 为宝宝
创造一个安静、 轻松、 愉快的进
餐环境， 给宝宝配置专属的餐椅
和碗勺， 并将进餐时间调到跟大
人一致。 做好每次吃饭前的准备，
如带宝宝洗手， 然后抱他坐在自
己的餐椅上 ， 并郑重地告诉他 ：
“我们开始吃饭咯！”

2.�吃饭时间不宜过长 吃饭期
间尽量不让宝宝离开自己的座位，
一旦宝宝要下来， 那就停止进餐，
千万不要因为担心他没吃饱而追
着屁股喂。 另外， 不要为了哄宝
宝坐在餐椅上吃完一顿饭， 就让
他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 这种习
惯不仅不利于宝宝视力的发育 ，
而且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3.�给予积极回应和适当鼓励
当宝宝开始尝试自己吃饭而弄得
一片狼藉时， 家长不要马上剥夺
宝宝学习的机会， 而应该耐心帮
助宝宝把食物装进勺子里， 再让
他慢慢学会把装满食物的勺子放
进嘴里。 当宝宝准确地把食物送
到嘴里时， 家长应给予积极的回
应， 给予适当的鼓励， 让他有信
心继续尝试。

4.�提高宝宝对食物的兴趣 如
果宝宝不愿意吃饭， 父母不妨反
省一下， 是不是菜式口味不适合，
或者品种太单一？ 或者太大块了、
太韧了， 宝宝嚼不动？ 父母这时
需要为宝宝的饮食多花一些心思，
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改变食物的
口味和性状， 以提高宝宝对进食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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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疫苗和自费疫苗
有什么区别？

儿童疫苗可分为两大类： 一
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一类疫苗是
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 公民应该
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 也称
免费疫苗， 此类疫苗如果不按时
接种， 可能会影响孩子入托、 入
园、 入学。 这类疫苗共有 15 种，
可以预防 15 种疾病， 分别是卡介
苗、 乙肝疫苗、 脊髓灰质炎疫苗、
流脑疫苗、 百白破疫苗、 乙脑疫
苗、 甲肝疫苗、 麻腮风疫苗等。

二类疫苗是儿童家长自愿选
择、 付费接种的疫苗， 是对免费
疫苗的有力补充， 可以给孩子提
供更加广泛的保护， 也称为自费
疫苗， 如肺炎球菌疫苗、 五联疫
苗、 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流感疫
苗、 手足口病疫苗、 水痘疫苗、
腮腺炎疫苗等， 其中， 世界卫生
组织优先推荐的有两种， 即肺炎
疫苗和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需要提醒的是， 任何疫苗都
不是一劳永逸的， 不能保证百分
之百的保护效力， 一部分人还是
可能染病， 但他们的临床表现相
对没有注射疫苗者会较轻。

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有什么区别？

灭活疫苗指的是在制作时，
将细菌病毒的毒力完全清除， 只
保留它的免疫原性， 这样的疫苗
既安全 ， 又可以产生足够的抗

体。 减毒活疫苗则是在制作时把
细菌病毒的毒力部分杀死， 保留
部分毒力， 这类疫苗对极个别，
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或缺陷的孩
子来说， 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但
减毒活疫苗也有它的优势， 因为
其保留了一点细菌病毒毒力的活
性， 所以往往接种一次就能产生
相对持久的保护力， 而灭活疫苗
则需要接种多次。

哪些情况下
需要延缓接种疫苗？
如果孩子存在以下情况， 就

要暂缓接种疫苗 ： ●体温超过
37.3℃； ●重度营养不良， 严重
佝偻病、 贫血等； ●处于疾病急
性期， 如腹泻、 严重咳嗽等； ●
近期受过外伤或做过手术； ●过
敏体质或患有哮喘、 荨麻疹， 且
处于过敏发作期； ●患有严重皮
炎或有皮肤感染、 湿疹； ●患有
心脏病、 肝炎、 肾炎、 活动性结
核病 ； ●腋下或颈部淋巴结肿
大； ●有脑病或神经系统损伤，
如脑炎后遗症、 癫痫； ●神经心
理行为发育迟缓； ●患有免疫缺
陷病等。

接种疫苗注意事项有哪些？
接种前 ： ①带好预防接种

本， 以便医生登记接种信息； ②
打疫苗前一天最好给孩子洗个
澡， 保证接种部位皮肤清洁， 换
上干净、 易穿脱的衣服； ③如实
告知医生孩子近期的健康状况，

如孩子近期有无发热、 腹泻、 咳
嗽、 惊厥等， 主动告知医生有无
禁忌症和药物过敏史； ④认真阅
读 《知情同意书》。

接种后 ： ①接种后观察 30
分钟， 无异常反应再离开； ②口
服类疫苗服药前、 后半小时内不
要进食任何温热食物或哺乳； ③
接种后多喝水， 不要剧烈运动；
④接种当天不洗澡， 3 天内不游
泳， 保证注射部位干燥和清洁，
避免感染。

接种疫苗后
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
如果接种疫苗后 24 小时内

出现 38.5℃以下低烧， 或伴有轻
微烦躁、 哭闹、 呕吐、 腹泻等情
况， 属于接种后轻微反应， 一两
天可消失， 不必过于担心， 应让
孩子多喝水、 多休息， 饮食方面
以稀饭、 面条、 鸡蛋羹等易消化
的清淡食物为主。 如果注射部位
出现红肿硬结， 可以先冷敷或冰
敷， 急性期 （2 天左右） 过后再
热敷。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则要及
时去医院： 体温超过 38.5℃， 且
48 小时仍未退者， 尤其是 3 个月
以下或有高热惊厥史的宝宝； 或
者虽然体温在 38.5℃以下， 但精
神状况差， 且出现排尿减少、 脱
水、 腹痛、 严重呕吐腹泻、 抽搐、
严重咳嗽、 呼吸异常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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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了 《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
说明》 （2021 年版）， 对上一版
本 （2016 年版） 进行了修订， 集
中体现在五个变化上， 以适应疫
苗接种的新要求。

变化一 未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规定剂次接种的可补种年龄从“＜
14周岁” 调整为“＜18周岁”。

变化二 明确了左右大腿为
可选接种部位。 当多种疫苗需要
同时注射接种时， 可在左右上
臂、 左右大腿分别接种。

变化三 明确了下列情况不属
于疫苗接种禁忌证： ①生理性和母
乳性黄疸； ②单纯性热性惊厥史；

③癫痫控制处于稳定期； ④先天性
遗传代谢性疾病（先天性甲状腺功
能减低、 苯丙酮尿症、 21 三体综
合征等）； ⑤病情稳定的脑疾病、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感染 （梅
毒、 巨细胞病毒和风疹病毒） 等。

变化四 调整了脊灰疫苗与
麻腮风疫苗免疫程序。

脊灰疫苗接种对象及剂次由
原来的“2 月龄接种 1 剂灭活脊
灰疫苗 （IPV）， 3 月龄、 4 月龄、
4 周岁各接种 1 剂脊灰减毒活疫
苗 （BOPV）” 改为“2 月龄、 3
月龄各接种 1 剂 IPV,4 月龄、 4
周岁各接种 1 剂 BOPV”。 已按
免疫程序完成 4 剂次含 IPV 成分

疫苗接种 （如五联疫苗）， 则 4
岁可不再接种 BOPV。

麻腮风疫苗由之前的 8 月龄
接种麻风疫苗（MR） 调整为接种
麻腮风疫苗,共接种 2 剂次， 分别
为 8月龄、 18月龄各接种一次。

变化五 对于表面抗原阳性
或不详的母亲所生新生儿， 接种
第 1 剂乙肝疫苗时间从“出生后
24 小时内” 调整为“出生后 12
小时内”。 将乙肝疫苗接种的
“低出生体重” 明确界定为 <2000
克， 建议其出生后尽早接种第 1
剂乙肝疫苗， 并在满 1 月龄、 2
月龄、 7 月龄时重新按程序再完
成 3剂次接种。

按时接种疫苗
预防传染疾病

�������4 月 25 日是第 35 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
为“接种疫苗， 防控疾病， 守卫健康， 守护一生”。 众所周知， 接种
疫苗是目前预防各类传染病最有效、 最简单、 最经济的方法， 为无
数孩子的健康撑起了“保护伞”， 然而仍有一些家长不知道 0~6 岁的
孩子究竟要注射哪些疫苗？ 免费疫苗和自费疫苗有什么区别？ 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儿童疫苗接种程序五大变化


